具有導光裝置的太陽能系統
A solar energy system with photo guide tu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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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提出有關追日型太陽能系統的新技術，有助於太陽能的運用與推廣。
Abstracts
In this paper, new technologies for solar tracking systems are proposed. These new technologies make an important step forward
for applications of solar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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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際原油價格飆升到每桶六十美元以上，造成國內油、電價格必須調漲的龐大壓力，凸顯國
內能源供應完全受制於人的窘境;核四續建以及核一、核二、核三是否延役，還有核廢料如何處
理的爭議，也在在顯現核能發電在未來的不確定性;京都議定書的生效，更是明白宣告煤炭高價
與限制使用時代的來臨;在二十一世紀，是否能夠掌握充足、廉價、低污染的能源，將是決定一
個國家強弱存亡的關鍵！如何使台灣能夠迅速擺脫 97%以上能源仰賴進口的困境，快速、大幅度
提高自產能源的供應量，將是未來數十年內台灣是否能有競爭力的首要指標！面對油價高漲、核
廢料無法處理、煤炭的使用受到京都議定書限制的局面，位處亞熱帶、四面環海、東北季風強勁
的台灣，未來的能源供給應該何去何從？當然是要往太陽能、海洋能以及風能的方向發展！因
此，本文針對太陽能，提出有關追日型太陽能系統的新技術，希望能有助於太陽能的運用與推廣。
二、先前技術
要使太陽能系統追日的先決條件，是要能夠掌握太陽的軌跡，茲將國內外對太陽軌跡的相關
研究簡介如下：
雲林科技大學王教授對於太陽磁偏角(赤緯角)有深入的研究﹝1﹞並推演出逐時日射量機率
模型，可以用來推估逐日或逐時的日射量，對於預估太陽能光電板於某一特定時段的發電量有相
當大的幫助，可以使獨立型或併聯型太陽光電能系統做更適當的調度。
中山大學陳教授針對固定式太陽能光電板最佳安裝角度進行研究﹝2﹞，得知嘉義地區每個
月的最佳安裝角度，可供嘉義地區太陽光電板逐月調整仰角的重要參考。
中原大學何教授的研究﹝3﹞，則提供中壢地區太陽能光電板調整仰角的重要參考，並突顯
在不同日照強度下調整負載的效益。
建國技術學院紀教授，則自製追日機構與控制電路﹝4﹞進行實際測試，並將追日方法由太
陽能光電板推廣到太陽能熱水器﹝5﹞。
Walraven 的研究﹝6﹞，首先提出太陽位置的計算公式，但是透過時區等各種換算，顯得較
為麻煩，而且只適用於北半球。

Braun 和 Mitchell 的研究﹝7﹞，則著重於推導出不同追日模式的方位角及仰角，但卻不適用
於熱帶地區。
至於 Cucumo 等人的研究﹝8﹞，則將以上兩篇的公式，修正成可以適用於任何緯度的公式。
因為台灣位於北半球，而且屬於亞熱帶而非熱帶，故上述三篇論文的公式都適用於台灣，但
是以上三篇論文個別以不同符號提出部份計算公式，令有意研究者必須來回穿梭於不同論文與不
同符號之間，顯得複雜又麻煩，故在作者先前的研究中[ 9 ]，將上述三篇論文的符號加以統一，
並省略一些在台灣地區不必考慮的特殊情況，整理歸納成淺顯易懂的簡單公式。
在掌握太陽的軌跡之後，我們便可以得知，在任何地點，任何瞬間，應該如何調整太陽能系
統，使其對準太陽，發揮最高效能。依據國外的研究﹝10﹞，具追日功能的太陽能光電板，其輸
出可比固定式的太陽能光電板增加約 50%，可是，若想增加約 50%的輸出，就必需使用雙軸追日
系統，需要兩個馬達，成本與耗電量都較高。因此，在作者先前的研究中[ 11 ]，共分析了十種
雙軸與單軸追日模式，由實驗結果顯示，因為太陽在一天中最主要的變動是由東往西，所以，採
用單軸東西向追日的太陽能光電板，其輸出可比固定式的太陽能光電板增加約 27%，而且只要一
個馬達，成本較低，並且因為不需要負擔整個系統的重量，所以較為省能。
此外，因為太陽在一天中，基本上，上午偏東，中午位於中間，下午則偏西，所以，在作者
先前的研究中[ 11 ]，也提出一天調整三次追日模式，只在上午、中午、下午各調整一次，如此
可以大幅降低耗電量，但是，由實驗結果顯示，以單軸東西向一天調整三次追日模式的太陽能光
電板，其輸出仍然可比固定式的太陽能光電板增加約 22%，在大幅降低耗電量的前提下，效果依
然相當不錯。
而台灣大學黃教授，更進一步以平面聚光鏡，發展出集光式太陽光發電追蹤控制系統[ 12 ]，
在小模型測試得知，馬達耗電量約為太陽能光電板發電量的 4.95%。不過，在小模型中使用的是
小片太陽能光電板，其重量與模組化後的大片太陽能光電板恐怕有相當的差異，故在採用模組化
後的大片太陽能光電板時，馬達耗電量所佔比例應會增加，而聚光後導致陽光並非垂直照射到太
陽能光電板，使原本發電 16W 的太陽能光電板，在兩倍聚光後，只發電 31W 而非 32W，也是值
得再改進之處。
上述改良雖然頗有成效，但是，因為太陽能光電板的重量相當重，一片可發電 100W 的太陽
能光電板約重達 10 公斤，1KW 的系統，再加上支架之後，其重量將超過 100 公斤，如果採用馬
達驅動的方式，則增加的發電量可能反而比爲了調整所耗費的電量還少。相同的，太陽能熱水器
的集熱器在裝滿水後也是非常重，造成目前大多數的太陽光電能系統與太陽能熱水器都採用固定
式，不具備追日功能，對太陽能的運用與推廣非常不利。因此，本文的目標在於：研發出不用馬
達的太陽能追日系統，完全不用馬達，就可以使太陽能光電板或太陽能熱水器達到追日功能。
三、不用馬達的氣囊式太陽能追日系統
為了避免馬達驅動的高成本與高耗能，作者研發出不用馬達的氣囊式太陽能追日系統，其特
徵係完全不使用馬達，而是將水注入東水槽或西水槽中，並配合東氣囊與西氣囊之間的控制閥
門，以及角度偵測器，使太陽能系統可以隨太陽的移動而偏轉，藉以提高所吸收之太陽能。作者
所研發出不用馬達的氣囊式太陽能追日系統其示意圖如圖一所示，太陽能光電板或太陽能集熱器
經由轉軸架設於東氣囊與西氣囊以及支撐結構(圖中未畫出)上，可以往東轉或往西轉，在東氣囊
與西氣囊之間，裝設有東氣囊與西氣囊之間的控制閥門。在太陽能光電板或太陽能集熱器的東邊
裝設東水槽，東水槽上方裝設東水槽注水控制閥門，可以經由管線(圖中未畫出)把水注入東水槽
內，東水槽下方裝設東水槽洩水控制閥門，可以經由管線(圖中未畫出)把水排出東水槽外。在太
陽能光電板或太陽能集熱器的西邊裝設西水槽，西水槽上方裝設西水槽注水控制閥門，可以經由
管線(圖中未畫出)把水注入西水槽內，西水槽下方裝設西水槽洩水控制閥門，可以經由管線(圖中
未畫出)把水排出西水槽外。在轉軸上設有角度偵測器，可偵測目前的角度，藉以判斷要將東氣
囊與西氣囊之間的控制閥門開啟或關閉。因為地球每天(24小時)自轉一圈為360度，所以，太陽每

小時大約由東往西移動15度。我們可以設計使定時器每小時開啟東氣囊與西氣囊之間的控制閥門
一次，使轉軸可以多轉動15度，然後關閉東氣囊與西氣囊之間的控制閥門，藉以達成使太陽能系
統追日的目標。也可以設計使定時器每半小時開啟東氣囊與西氣囊之間的控制閥門一次，使轉軸
可以多轉動7.5度，然後關閉東氣囊與西氣囊之間的控制閥門。也可以設計使定時器每十五分鐘
開啟東氣囊與西氣囊之間的控制閥門一次，使轉軸可以多轉動3.75度，然後關閉東氣囊與西氣囊
之間的控制閥門。也可以設計使定時器每十分鐘開啟東氣囊與西氣囊之間的控制閥門一次，使轉
軸(82)可以多轉動度2.5，然後關閉東氣囊與西氣囊之間的控制閥門，藉以達成使太陽能系統追日
的目標。
除了以固定時間固定角度的操控之外，由於國內外對太陽軌跡的研究，已經可以用公式直接
計算出任何地點，在任何瞬間的太陽位置(方位角與高度角)，因此，也可以在任何想要操控的瞬
間，經由計算太陽的位置，開啟或關閉東氣囊與西氣囊之間的控制閥門，使太陽能光電板或太陽
能集熱器對準太陽。
操作步驟如下:
步驟一:假設最初東水槽裝滿水，西水槽則完全沒有水，東氣囊與西氣囊之間的控制閥門開
啟，則因為重力作用，將使轉軸往東轉到底，使太陽能光電板或太陽能集熱器朝東。此時，東氣
囊內的部分氣體被壓迫流到西氣囊內，將東氣囊與西氣囊之間的控制閥門關閉，使轉軸不能轉動。
步驟二:日出後，將東水槽洩水控制閥門打開，把水完全排出東水槽外。再把西水槽注水控
制閥門打開，把西水槽內裝滿水。再把東水槽洩水控制閥門與西水槽注水控制閥門都關閉。
步驟三:當達到第一個設定時間，定時器開啟東氣囊與西氣囊之間的控制閥門，因西水槽內
裝滿水的重力作用，西氣囊內的部分氣體將被壓迫流到東氣囊內，使轉軸慢慢往西轉動，當角度
偵測器偵測轉軸已經達到預定的角度時，將東氣囊與西氣囊之間的控制閥門關閉。
步驟四:當達到下一個設定時間，定時器開啟東氣囊與西氣囊之間的控制閥門，因西水槽內
裝滿水的重力作用，西氣囊內的部分氣體將被壓迫流到東氣囊內，使轉軸慢慢往西轉動，當角度
偵測器偵測轉軸已經達到預定的角度時，將東氣囊與西氣囊之間的控制閥門關閉。
步驟五:一直重複步驟四，直到日落，轉軸往西轉到底，使太陽能光電板或太陽能集熱器朝
西。
步驟六:將西水槽洩水控制閥門打開，把水完全排出西水槽外。再把東水槽注水控制閥門打
開，把東水槽內裝滿水。再把西水槽洩水控制閥門與東水槽注水控制閥門都關閉。開啟東氣囊與
西氣囊之間的控制閥門，因東水槽內裝滿水的重力作用，東氣囊內的部分氣體將被壓迫流到西氣
囊內，使轉軸往東轉到底，使太陽能光電板或太陽能集熱器朝東。
步驟七:回到步驟一，繼續下ㄧ次的循環。
採用氣囊與馬達驅動有明顯的差別，第一、馬達容量與購置成本和太陽能光電板或太陽能集
熱器的大小成正比;但是，大氣囊與小氣囊的成本與太陽能光電板或太陽能集熱器的成本比較，
微乎其微。第二、馬達耗電量和太陽能光電板或太陽能集熱器的大小成正比;但是，大氣囊與小
氣囊的耗電量，只有開啟或關閉東氣囊與西氣囊之間的控制閥門的固定微小耗電量，與太陽能光
電板或太陽能集熱器的大小幾乎無關。第三、若要使太陽能光電板或太陽能集熱器能隨時對準太
陽，則馬達驅動次數必須非常頻繁，將使耗電量激增;但是，氣囊內的氣體是慢慢地由一個氣囊
流向另一個氣囊，因此，在每次東氣囊與西氣囊之間的控制閥門由開啟到關閉之間，太陽能光電

板或太陽能集熱器也是慢慢地轉動，比較能夠符合使太陽能光電板或太陽能集熱器隨時對準太陽
的要求。
因為由日出到日落，太陽的高度角也是隨時間變化，所以，只要將上述轉軸由東西向轉動改
變為南北向轉動，將東水槽與西水槽改變為南水槽與北水槽，並將東氣囊與西氣囊改變為南氣囊
與北氣囊，就能達到不用馬達，使太陽能光電板或太陽能集熱器的仰角可以隨太陽的高度角變化
而改變的功能。
也可以同時裝設東西向轉動以及南北向轉動的轉軸，並同時裝設東水槽與西水槽以及南水槽
與北水槽，並同時裝設東氣囊與西氣囊以及南氣囊與北氣囊，就能達到不用馬達，使太陽能光電
板或太陽能集熱器的仰角與方位角都可以隨太陽的變化而改變的功能。
四、具有導光裝置的太陽能系統
以上是對追日機構的改良，首創不用馬達驅動的方式，改為利用水槽重力，氣囊制動的方式，
使裝置成本與耗能降低。不過，太陽能系統推廣上最大的問題在於：光電板或集熱器太貴。台灣
大學黃教授成功發展出集光式太陽光發電追蹤控制系統，在兩倍聚光後，使所需之太陽能光電板
數量減少一半，可使裝置成本降低。不過，聚光後導致陽光並非垂直照射到太陽能光電板，使原
本發電16W的太陽能光電板，在兩倍聚光後，只發電31W而非32W，而且在聚光時，追日機構必
須同時帶動太陽能光電板與聚光鏡，因而造成耗能的增加。作者針對上述缺點進行改良，提出具
有導光裝置的太陽能系統，其示意圖如圖二所示，聚光器架設於支撐結構(圖中未畫出)上，以追
日機構使聚光器隨時對準太陽，將陽光聚焦，在聚光器焦點接有玻璃光纖等導光裝置，將被聚焦
的陽光導引到太陽能光電板或太陽能集熱器附近，再由光投射器將陽光均勻分散投射到太陽能光
電板或太陽能集熱器上。
與傳統太陽能追日方式比較，此一方法具有以下優點:第一、傳統太陽能追日方式係將非常
重的太陽能光電板或太陽能集熱器轉動對準太陽，造成追日機構成本較高，耗費的能量也較多;
本文所提方法則是將非常輕的聚光器轉動對準太陽，而非常重的太陽能光電板或太陽能集熱器則
是固定不動，故追日機構成本較低，耗費的能量也較少。第二、傳統太陽能系統若要收集大面積
的日光，就必須安裝大面積的太陽能光電板或太陽能集熱器，由於太陽能光電板或太陽能集熱器
價格昂貴，因此，造成傳統太陽能系統價格高昂，乏人問津;事實上，陽光可被壓縮，而太陽能
光電板的發電量與入射光強度成正比，本文所提方法由聚光器將大面積的陽光壓縮於小面積，故
若要收集大面積的日光，只要安裝小面積的太陽能光電板或太陽能集熱器，可以使太陽能系統的
價格大幅降低。第三、傳統聚光型太陽能追日方式係將非常重的太陽能光電板或太陽能集熱器以
及聚光器一起轉動，造成成本較高，耗費的能量也較多，而且聚光器面積與太陽能光電板或太陽
能集熱器面積的比例約為二比一，聚光效果不夠顯著，此外，聚光後照設到太陽能光電板或太陽
能集熱器的陽光變成斜射，而非垂直，造成效率較差; 本文所提方法則是只有轉動非常輕的聚光
器，由於玻璃光纖可耐攝氏200度高溫，將可壓縮大量日光，故聚光器面積與太陽能光電板或太
陽能集熱器面積的比例可以大幅提高，聚光效果非常顯著，此外，聚光後的陽光，經由導光裝置
與光投射器之後，將以垂直方式照射到太陽能光電板或太陽能集熱器，造成效率較高。第四、傳
統太陽能系統，必須將太陽能光電板或太陽能集熱器裝設在室外，支撐結構必須考慮颱風等因
素，成本較高; 本文所提方法可以用玻璃光纖等導光裝置將陽光引到室內，故本文所提方法的太
陽能光電板或太陽能集熱器可以裝設在室內，而不必裝設在室外，也不須有仰角，可以水平放置，

故太陽能光電板或太陽能集熱器的支撐結構不必考慮颱風等因素，可降低成本。
若要收集8平方公尺的陽光，傳統太陽能系統就需要裝設8平方公尺的太陽能光電板或太陽能
集熱器，若以一片100W太陽能光電板，面積0.8平方公尺，重量10公斤，單價一萬五千元估算，8
平方公尺共需十片的太陽能光電板，十五萬元，非常昂貴，而追日機構必須乘載的重量將超過100
公斤。反觀本文所提方法只要裝設一片面積0.8平方公尺的太陽能光電板，以一個面積0.8平方公
尺的聚光器，重量0.5公斤，單價三千元估算，追日機構必須乘載的重量將只有10個聚光器的重
量，5公斤，比傳統太陽能系統的100公斤少得多。而10個聚光器三萬元，加一片面積0.8平方公尺
的太陽能光電板一萬五千元，加導光裝置一萬元，加追日機構兩萬五千元，共計八萬元，比十五
萬元便宜46.7%，但是發電量卻能增加約27%。
五、結論
本文提出有關追日型太陽能系統的新技術，在追日機構方面，首創不用馬達驅動的方式，改
為利用水槽重力，氣囊制動的方式，使裝置成本與耗能降低。而在太陽能系統方面，則提出具有
導光裝置的太陽能系統，追日機構只帶動非常輕的聚光器，可以使耗能降低，若要收集大面積的
日光，只要安裝小面積的太陽能光電板或太陽能集熱器，可以使太陽能系統的造價大幅降低，有
助於太陽能的推廣與應用。本文相關內容已經申請專利，歡迎相關產業洽談授權合作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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